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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广自星洲日报教育基金设立以

I来*我们就开始参与。星洲日报教育

I基金能协助有需要的学生继续深造。

|它鼓励受惠的学生努力读书，学有所
■成后能回馈社会。谢富年基金会创办

I人丹斯里谢富年也坚信教育在人生中
I是非常重要的。

30大專派代表見證分享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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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費調整増獎學金份額
"本院去年开始加人星洲日报教育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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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厅举行推展礼，共有30所大专院校参

好但家境贫穷的学生申请奖学金，

会的做法，让清寒

教育本应如此，我们应该关注这些
：学生

并给予他们帮助'我坚信这

些受惠的学生将来会回馈社会,

并完成他们的升学

生'-个升学的机会。"

HUCSI大學教育基金主任蔡善芬

E新紀元學院學生事務處主任林天來：：

譲學生無後顧之憂

本届的教育基金共提供343份总值超

万令吉的奖学金，希望可以通过星洲日报

程，比去年多出约26万令吉，创下历年

教育基金，让更多华裔子弟或其他友族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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贫穷家庭学生继续升学。我们历年来都有

今年参与的大专院校所提供的文凭、

教育學生成人成才
馬來西亞國民型華文中學

"今年新纪元学院提供11份，总值40

过1千502万令吉_的全免文凭和学士课

们会援出3千万令吉的奖学金

學生多一個升學管道

金的宗旨'教育领航、成人成才'致。教育是可以改变社会的，因为

母无法支付子女的

通过教育可以改善人的生活，有了教

教育费时，基金让

育可以改变人的一生使其有更大的成

学生们能继续选读

等科系。

我

给有

需要的学生，这也与星洲日报教育基

H-在学生的父

腆之优，在新纪元完成两年学习课程'"

文、科技、管理、工商、医护、产业经纪

.丨"配合UCSI的30周年纪念

校長理事會副秘書張翠玲：

提供奖学金，而获得奖学金的学生可无后

学士或硕士课程名额中，包含理工、人

就，进而造福社会。"

课程，这对家境贫

出席见证推展礼的各院校代表们，也

a拉曼大學學院校長拿督陳澤卻博士：

穷的学生来说，也

清寒生有升學機會

分享了他们对星洲日报教育基金的看法，
并提出建议。

寒的学生，多了一个升学的机会》拉曼大

教育基金越做越好

学学院本身也是有提供奖学金给学生

但

我们主要是以学生的成绩作为审核标准，

道。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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諾丁漢大學馬來西益分校學術服務總監
帕特力克約瑟：

多清寒子弟升学

盼絲提供更多獎學金

而获得全免课程的

銷售兼市場總監王華德：

学生也应该在成绩

吉隆坡建设大学多年来都保持伙

和课外活动方面加

助學屯深造

伴关系，和去年相比

我校今年提供的奖

学金总额增加了 10

达到27万令吉》星

们希望在未来可以提供更多的奖学金帮助
有需要的学生。"

助学子继续深造的良好平台，创办

至今让很多学生受惠

金，希望可以通过星洲

传，让更多学生获益

是很有意夂的-项活动，希望箭以前f

，学"成后，能够回馈社

加多有需要的学生。今年共提供127万4千
4oo令吉的奖学金？我们希望受惠的学生

英博工藝學院市場行銷執行員賴勇立：

jOL'鼓勵唸房地痒估價師

需要奖学金，而他们也

"何s紅年錢z艺学院参与

是来自贫睡家庭，从

JH #洲日报教#基金，我们也希望; 过此s

以往的经验，我们得知

金能鼓励更多学生报读房屋地产和估价师

汝來大學總務長丁澤榮：

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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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 多媒體大學院長何振光：

供贫寒子弟教餓會
.加人星洲日报教育基金主要

星洲日报教

是为了可以帮助贫穷的孩子获得更

育基金的确帮了许多

好的教育机会。我们今年会提供4至

贫穷家庭的孩子，可

学金计划供申请，希望这也成为学生们的

以减轻家里的负担，

另一个选择，以便能继续深造,

也不必放弃学业》这

星洲日报教育基金。我

5份奖学金，也希望这个基金可以一
直维持下去""

个基金意义重大，是

们也膽有更多学生能 H國際醫藥學院護理課程主任黃國桃：

精英大學註冊主任羅秀萍：

—项社会企业责任，

助培育謅理人才

产品设计系。"

立学皖或大学就读的清寒子弟，让

他们在进入大学或工作前能有学习

減輕貧生家庭負擔

的课程。我们也了解到外界还有其他的奖

申请就读工程系或家具

.为它帮助—些无法负担想要进人私

生将来也会回馈社
会

届都有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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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基金，这个基金会非常好，因

我希望受惠的学

將来職怀着感恩的心回馈社会，

■■们今年还是继续的参与

^这是我们第3年加人星洲日报

贡献"帮助这些清

'寒子弟继续升学

萬達大學學院钍冊副主任葉玲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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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年響應

多年，因为我们想

要在教育方面作出

.JHBmHI苦也補苦孩字'所以星洲曰_度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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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隆坡衛理學院機構發展總監
邱定瑞〔譯名）：

这个基金会巳经很

+策歸純挪林鄉言_

认识我们的大学课程，

接受高等教育

我们参与

再窮不能窮教育

日报教胄基金让学生们

^ 獲機會應两饋社會

我希望可以继续办下

"我们希望为贫穷的学生提供奖学
金，通过提供奖学金能协助提升他们以

世拓大學與學,院主席拿督莫哈末阿扎哈利：

及家庭韵生活水平

也能协助国家培育

教育基金是良好平台

护理方面的人才。这是国际医药学院第

B' "我们的其中一

二年参与星洲日报教育基金》我希望有
.霜要的学生能争取这次的机会以及好好

个宗旨是为全民提供

以确保在未来能为国

韓江學院學生事務處主任詹俊和：

"通过星洲日报教育基金

保持友好的关系，同

曰报教育基金是一个

良好的活动和平台，为大马青年提供奖学
金，希望他们能接受教育以迎接全球经济的

0，

后能回馈社会。今年我们为星洲日

幸运能眵到大'学深造，希望他们以

我觉得这是

报教育基金提供约45万令吉的奖学
金。"

；慷慨地提供奖学金

J

可以

"广泛的报导，让更多学生知道有这么一
个管道协助他们继续升学 今年韩江学

f

院提供了7份全额奖学金，总值达13万

M 令吉：历年来都有在增加奖学金的数
额。"

南方大學學院學生事務處執行員蘇唐：

给清寒子弟。"

让各大专院校提供奖学金的消息获得更

时也会继续维持这份
因为星洲

教育機構慷慨供獎

30周年纪念。不是每个人都是那么

r ,增加獎學金數額

我们与星洲日报一直

友好关系

教育基金io年，而今年也是我们的

::许多教育机构都很

企业社会责任之一
家培育优秀的栋梁》

"精英大学e经参与星洲日报
亞太工藝與創意大學學院校長倫愛德華：

」很棒的基金，而且

利用这笔奖学金，进而回馈社会。"

教育，这也是我们的

希望这个基

金可以一直办下去，让孩子有机会

馬來西亞藝術學院學生事務處執行員宋雪芬：

^ 立肯學院董事經理私人助理陳永杏：

份总值50万令吉的奖4

T ^掌細者_械輸而

"星洲日报教育基金是一个协

强表现〃

盼受惠學生0饋社會

■ "今年我们提供1

每"

个平台|让更多人认识泰莱大学。"

B成功禮待大學學院集團

洲日报教育基金对华教有很大的帮助，我

盼學成回饋社會

.

们希望可以通过星洲B报教育基金这

延办下去，帮助更

H隆建設大學市場及公關部副總監周志強：

受惠的学生也越来越

譲貧生安心求學

化发展，并展开了学生互换计划，我

报教育基金能继续

平台。"

这个基金越做越好，

希望通过星洲媒体的宜

莱大学目前也正在如火如荼迈向国际

"希望星洲日

认为这是个非常棒
的活动

学子前来国际化的泰莱大学就读'泰

受恵學生應加強表現

日报教育基金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

馈社会，另外，我也

；-今年提供的奖学金总额达到

53万令吉，希望协助家境清寒的优秀
董總學務與師資局執行員林冰冰：

无法完全照顾家境清寒的学生，因此星洲

洲教育基金是想要回

助清寒學了讀泰箱

学金继续升学的管

.有考虑到学生的家境，这无形中让家境清

t "我们参与星

H泰菜大學首席錄取官林瑋：

是多了一个获得奖

"星洲日报教育基金的特别之处在于

達爾尚藝術學院商業通訊經理黃詩豪：

挑故

我发觉有许多成绩

报取之社会用之社
子弟获得教育基金

优异，打算继续升学但面对经济问題的学

与|并派出代表见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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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金，以过去的经验来说，每次在

yMf _申请者时*

的企业效仿星洲日

'个基金会主要是因为我们想给〒-些成绩

星洲日报教育基金昨日在星洲日报总社文

10年的时间，今年我们将提供4项奖

P"我呼吁更多

.此奖学金将增至138份，另外我们加人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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盼更多企業效仿蜜叫

-由于今年我们在学费上稍作调整，因

新山雙威學院院長甄寳珠：

鬭心幫助清寒學生

教總常務理事吳清良：

'保雙威學院資訊與通訊主任胡文燕：

■

:

I 一直都麥與教育基金

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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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"細参与星洲日报教育基金约
5年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，星洲
.日據細广大醉社's此能协助
学生和鼓励他们深造。申请奖学金的

，料多数来自贫困家m 因此这能为
. ；}■他们提供援助。"

